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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機構簡介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在青年發展方面的政策目標是
向年青人推廣正面的價值觀；

新界青年聯會創立於1997年6月，正值香港回歸祖國的
歷史性時刻。自成立以來，秉承「提高青年愛國愛港的
意識，鼓勵他們參與社區事務」的宗旨，為青年提供多
元化的社會服務，發揮他們的潛能；積極組織到內地交
流考察活動，加深本地青年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引導青年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的發展和穩定作出積極
貢獻。

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
鼓勵他們參與義務和社區工作；
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及
加強訓練年青人的領導才能。
民政事務局與青年事務委員會緊密合作，推行各項計劃
，以期達到上述目標。
民政事務局呼籲青年人積極參與各項計劃，並籲請非政
府機構、學校、家長、
私營機構共同努力，讓年青人盡顯才華，為香港的發展
作出貢獻。
民政事務局的詳細資料，載於www.hab.gov.hk。

創會至今，本會從創會的12個團體會員，發展到目前的19個屬會、3個直
屬機構，覆蓋面分佈在新界的所有地區，屬會的專業性能和活動層次不斷提
升，會員人數從創會時的1698人發展到目前的八千多人，使本會成為香港
其中一個具規模及影響力的社會團體。青年人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也是我們
拓展會務的原動力。我們積極鼓勵會員參與各項培訓課程，藉以提高個人專
業知識，提高工作能力，提高社會服務質素。
︵2017年12月21日至31日︶

本會宗旨
團結青年，提高青年愛國愛港的民族觀念。
2 關注青年權益，參與社會事務。
3 為新界區青年團體提供文化、康樂及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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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屬會
新界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大埔青年協會、元朗青年聯會、北區青年協會、
西貢文化中心、沙田青年協會、荃灣青年會、葵青青年團、離島區青年聯會、
屯門青年協會、青毅社、沙田健青體育會、青聯體育會、劍藝會、將軍澳青
年會、聯藝軒、港九漁民青年會、愛心青年動力義工協會、義連班。

本會直屬機構
新界青年聯會議員聯席會議、新界青聯智庫、香港傑出學生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目
的是聯絡有關政府部門及團體，推廣校
外公民教育活動，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除了製作教材和舉辦各類型宣
傳及教育活動以外，該委員會每年均會
推行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社區
團體舉辦公民教育活動。
就目前推廣公民教育意識和責任的計劃及活動：
研究及討論公民教育的目的、範疇及推行方法，並提出建議，包括制訂
推廣國民教育的策略及計劃，促進政府、志願機構、青少年組織、地區
及社會團體之間在推廣國民教育方面的合作；
2 聯絡並協助政府各部門和社區組織提高市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和實踐；
及
3 鼓勵社會各階層人士積極推廣公民及國民意識，其相關責任及參與有關
事務，並提供指引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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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

一、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迎新活動
舉行日期：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

認識「一帶一路」 考察中歐捷克

活動內容：迎新遊戲、互動遊戲、專題講座及

中國發改委於2015年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分別於2016及2017年施政報
告提出會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的策略，而捷克作為「一帶一路」中
歐地區的中心點，也受惠於「一帶一路」帶頭發展的歐洲經濟圈，其中所
打造的「中歐班列」品牌將打通絲綢之路經濟帶大動脈。本港青年將到捷
克了解最新的經濟情況，及參訪相關的基建和貿易企業，加深本港青年對
「一帶一路」發展的認識，掌握未來新機遇，提升競爭力。

二、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組長工作坊

民心相通 國際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也是是次交流計劃的
核心。香港青少年將到捷克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和參訪外交部和
不同的企業，加深他們認識捷克在「一帶一路」下，在經濟、文化、
民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情況；同時，參加者更可將香港的文化特色、
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等情況向當地人分享，藉此拉近捷克人和香港人
的距離，並且建立互信互勉的關係。

團隊訓練

舉行日期：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講解組長注意事項

考察捷克歷史古蹟 體驗不同藝術文化
捷克的民間藝術文化豐富。參加者透過考察不同的建築藝術，
從而了解捷克的歷史演變過程，加深對捷克文化的認識；同時，
透過親身製作手工藝品，提升他們學習捷克文化藝術的興趣，對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交流計劃有更深刻的體會。

三、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培訓工作坊
舉行日期：2017年12月9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國情教育專題講座、培訓工作坊及行程簡介

第四組

團員感想

黃鉞潼

是次旅程不但讓我見識到捷克歷史古蹟、體驗到不同的文化、加深了對捷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而
且更加認識了何謂一帶一路，以及其帶來的未來經濟發展。當中，參觀布拉格的舊城區以及城堡區，
還有國家博物館等，皆令我對布拉格的文化、建築、美景感到讚嘆和感慨。當中的古典氣息和文化
有別於中國和香港的高速節奏，讓我大開眼界。而最令我深刻的是與當地的華人交流，以及在捷克
成功發展的商業人士講座。在與當地華人交流的環節，輕鬆的聊天成為雙方溝通的良好開始，當中
了解到對方從中國來捷克留學的原因，以及聽取了他認為在捷克生活的困難和挑戰，以及應對方法。
這讓我萌起未來可以在歐洲發展的念頭。然後在講座中，聽到在歐洲的商機，更讓我加深這個想法。
我們不應困自己於當下，年輕人不應只着眼於當下，困自己於香港，應有國際視野，雖說這是本應
理解的道理，但經過這次旅程令我深深理解到這句話，並將這放於未來的發展上。

第五組 關楠欣
首先，我十分榮幸能參與由新界青年聯會舉辦的「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當我知道成功通過面
試，心情興奮不已，並且十分期待是次交流和參訪各大建築、文化遺產。這十天的行程安排和內容完全沒有
讓我失望，所以我衷心感謝是次的工作人員和隨團領隊的全程照顧和講解，使整個行程可以順利完成和安全
返港。
最後三天行程中的課堂中講師非常專業，使我很快拿捏到當中的重點，更了解現今中捷在「一帶一路」中的
關係與角色，並了解他們最新的發展方向。此多，是次機會有幸與當地華人學生傾談和交流，他們非常友善，
所以我和我的組員們很享受交流的時間。若交流的時間可以有本地學生參與就更完美！
另外，我在此再次感謝能參與是次捷克之旅，最大得著是能夠到當地感受捷克的文化色彩和繁華的城市。

第五組

李冠熹

“Everything starts with the decision to try” In November 2017, I decided to give it a shot, the
shot to apply for the exchange tour to the Czech Republic. And fortunately,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selected from a range of teenagers in the city and my journey start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My impression of Czech Republic is its vehement historical atmosphere. Whenever I was in
Prague, the things you always see are heritages in which they were built back to the Bohemian
period. And I was amused and fascinated by that- feeling the whole thing was far-fetched. And
I remember the time we visited the Charles Bridge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blocks
in the country. Silver-plated statues, oldish bricks and nostalgic lights are the key to captivation
of the bridge and I could sense how a cultural hub Prague has long been just by wandering
around.
In addition, the three days winter school was mind-blowing. During the three days, we got a
chance to visit different government sectors like the prim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senator council, etc. And the talks were great that they gave u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the
upcoming trend of the czech-sino relationship.
Last but not least, the 10 days exchange tour to Czech is fruitful and fulfilling. Every opportunity
starts with determinism and the fortitude to try. I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fruitful tour!

電 話 ： 2652 9123

傳 真 ： 2652 2269

電 郵 ： info@fnty.org.hk

地 址 ：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海樓地下101-108A室

香港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樓
新界青年聯會

：fnty.org.hk
歡迎登入本會網頁：www. fnty. o r g . hk查詢

第一組

第八天

吳子充

2 8 -1 2 -2 0 1 7

第１站：當地「一帶一路」著名學者講授中捷兩國如何在
「一帶一路」政策上達至「設施聯通」。

到訪捷克這個中東歐國家學習『一帶一路』的議題，對於學識較淺的我，實在是一大挑
戰。不過仍無阻我加深到到這些最新的經濟議題的認識，例如『16+1』、『全球化2.0
』等。在行程中，我們進行議題分享，由來自不同地方的資深導師及學者指導我們和進
行討論，實在是獲益良多!

第２站：捷克外交部外交學院院長講授「如何成為 21 世紀的
專業外交官」。

除了知識上的交流我們也有和當地華人進行交流，互相分享大家的經歷，又到過布拉格
不同著名的景點，例如天文鐘，國家博物館。除了布拉格之外，們也到著的溫泉之都卡
羅維瓦利參觀，文字已無法那些形容那些美麗又宏偉的歐式建築。

第４站： 舉辦「對話論壇」，邀請享負盛譽的專家學者及歐盟
人員就中歐政策、香港如何協助推動 16+1 銀行體、
中國在世界市場的經濟地位等領域分享其真知灼見。
一眾參加者和專家進行研究、 對話，並探討未來的
發展方向。

第二組

第３站：參訪「捷克外交部」，讓參加者了解中國和捷克在
「一帶一路」發展下的經貿關係，以達至「五通」。

趙紀淘

此次交流令我對捷克的歷史有更深入了解，從而知道捷克為何會有如今的發展，更重要
的是，我明白了中國的發展及對外政策對歐亞和全世界的影響。中國開展一帶一路不單
為沿線國家提供了在經濟上的互利共贏的效果，更令中國在國際地位有所提升。
以參訪捷克的外交部為例，我發現近幾年的人口來往有所增加，可見在一帶一路的倡議
下，中國與國際之間交往有持續發展的趨勢。因此，我更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
所提升。
除了政治和經濟方面，在社會和文化上，布拉格為世界文化古城，不同類型的建築也令
我大開眼界，就以卡羅維瓦立為例，其中以溫泉鄉最為著名，然而當地的建築風格亦是
該區的吸引之處，令我能夠從中對比中歐之間發展房屋的不同，令我有所得着。
總括而言，是次的交流令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有助我了解中國及世界的發展。

第九天

第１站：參訪「捷克共和國國會」，了解捷克的選舉制度、
歷史和政治情況。
第２站：參加者與捷克華人青年聯合會會長互動對話，了解當地華人捷克
創業機遇。
第３站：參訪「捷克總理辦公室」，認識捷克總理的
工作，從而了解到捷克政治運作。

第十天

第二天

2 2 -1 2 -2 0 1 7

第１站：考察「布拉格舊城區」，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和發展，
讓參加者認識布拉格重要的歷史變遷。
第２站：到當地的工作坊製作當地著名的玻璃手工藝品，
體驗捷克的民間藝術。

第１站：考察「布拉格城堡區」和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第３站：考察「瓦次拉夫廣場」，讓參加者了解捷克在民主歷程上的
演變和進化。

第２站：考察查理大橋。
第３站：小組分享，進行小組分享活動，
分享行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
所感所悟。

2 7-1 2 -2 0 1 7

2 1 -1 2 -2 0 1 7

團隊出發前往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國際機場

2 6 -1 2 -2 0 1 7

第４站：參訪「布拉格國家博物館」，讓參加者了解捷克的歷史文化。
第５站：在伏爾塔瓦河遊船上，與當地華人進行交流，建立關係，
促進「民心相通」
。

第三天

2 3 -1 2 -2 0 1 7

第１站：前往「卡羅維瓦立市」考察，讓參加者了解在
「一帶一路」下，當地旅遊業上的

第１站：前往布拉格學院，由當地「一帶一路」著名學者講授中捷兩國如何在
「一帶一路」政策上達至「貿易暢通」，讓參加者了解捷克的經貿發展情況，在
「一帶一路」政策下的配套、經濟發展和影響等。

影響和發展情況。

第２站：參訪斯柯達汽車ŠKODA AUTO Production Tour，讓參加者了解該集團與中國的
合作關係，藉此探討中捷在「一帶一路」發展的「貿易暢通」的體現。

第４站：本會與各組組長召開會議，總結團員對行程的感想及建議，為日後的行程作更好準備。

第四天

第２站：前往皮爾森，參觀當地著名的
啤酒廠，讓參加者了解捷克民
族企業「一帶一路」下的經貿
發展。

2 4 -1 2 -2 0 1 7

第１站：前往「赫魯博卡城堡」，外觀城堡，加深參加者對捷克建築藝術的認識，
真正了解捷克的文化。

3 0 -1 2 -2 0 1 7

第２站：前往「布傑約維采市」考察，讓參加者從多角度認識捷克的不同城市的風貌和特色

第１站：考察「跳舞大樓」， 加深對捷克藝術文化的認識
第２站：前往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國際機場

第十一天

第六天

第３站：參訪捷克核子避難中心Socialist Czechoslovakia Nuclear Bunker，認識到捷克在
冷戰時期建立的核爆避難所及當時捷克的戰略秘密基地。

巫文玲

十分感謝新界青年聯會舉辦這次捷克之旅，在這
次旅遊中，除了了解當地的特色和文化外，亦加
深我對捷克歷史的認識，當中參加國會和總理辦
公室等都是難能可貴的機會。這次的旅程最榮幸
是能與多個專家和官員一起探討關於一帶一路的
議題，讓我更貼近社會的步伐。最後，再次多謝
新界青年聯會舉辦這個捷克之旅，讓我有一個別
出一致、豐富多彩的聖誕節。

2 5 -1 2 -2 0 1 7

前往「契斯基古姆洛夫」，全日考察當地，讓參加者深
入了解捷克的藝術建築風格，加深對捷克藝術文化的認識。

第七天

2 9 -1 2 -2 0 1 7

第４站：結業禮，協助參加者整合及總結所獲經驗，
將之內化為個人成長的資本。

第三組

第五天

第一天

3 1 -1 2 -2 0 1 7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第３站：考察「參孫噴泉」，讓參加者從考察文物古蹟認識捷克的歷史

